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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新风

认定目标 抓牢关键 坚定信心
九星村召开 !%&$ 年度工作总结大会
!" 月 # 日，九星村召开 "$!%
年度工作总结大会。七宝镇党委副

九星清退有条不紊
书记姜华，全国劳动模范、九星村
老书记、上海九星控股（集团）有限
公司董事长吴恩福，九星村党委书
记吴哲华出席会议并讲话。
会上，大家共同观看了《
“新九
星国际广场”规划方案 》视频；村
党委委员吴青峰通报“九宫格”项
目筹备情况；集团公司副总吴玉蓉
总结 "$!% 年度经济工作；村党委
委员、村委会副主任汪剑通报转型
改造进展情况；平湖基地负责人沈
隆琪、市场公司副经理卫纪海、动
迁办主任沈企分别结合老村宅动
迁进行交流发言。
姜华副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三
点要求：一是认清形势，把握机遇，
全面推进村宅动迁签约；二是持之
以恒，凝心聚力，继续抓好市场日
常管理；三是放眼长远，精心研判，
确实打造九星新地标；要依托未来
“九宫格”的区域优势，注入新活
力，再创新辉煌。
吴恩福董事长在讲话中指出，
要进一步加快
“一个不留”的艰巨任
务；要抓紧研究“一个不走”一系列
方案步骤；
努力作战，
度过阵痛期。
他强调，要坚决落实 !! 月 &
日赵奇书记莅临九星时提出的要
求，用好我们的党建组织资源、行
政资源、法律资源和社会资源等
“四大资源”优势，坚持规范管理不
放松、优质服务不走样、安全工作

为加快九星转型的步伐，定于

店面，早作打算。星强街建筑已基

"$!) 年 " 月 !) 日前整个九星市
场关闭。为了九星的明天，为了所
有新老九星人的明天，大家都行动
起来了。
经营户清退工作有条不紊

本完成拆除工作，兰凤街建筑也已
拆除清理。村民老宅基动迁在陆续
签约中。按计划执行，
九星的新蓝
图也能尽早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让我

地进行着，部分经营户已经在清理

们一起期待美好的新九星吧。

工程决算加快进行
如今每天行走在九星市场，只

工程决算部也紧张地进行完工工

不松懈的“三个不”要求，保证九星
精神不丢，凝聚力不散，特别是经

吴哲华书记在随后的讲话中提
出，要咬定打造九星国际家居建材

见有些商户店面上已经贴出了他
们新店的地址，有些店公告 !" 月

程的验收、
决算。九星市场内的大
部分维修工作已停止，之前已做的

过多年发展培养形成的合同签约、
应收账款、财务管理体系，质量管

贸易中心这个目标；要抓牢村宅动
迁、商户清退和“九宫格”设计建设

理体系，党员管理服务体系，为商
服务体系，电商服务体系，市场财
务公司服务体系，工商注册服务体

这两个关键；要抓牢坚定信心比黄
金更重要，
坚定办法总比困难多，
坚
定团结就是力量的
“三个坚定”
。

起只接收现金付款，
有些私房人去
楼空一片寂静。因为 "$!) 年 " 月
!) 日整个市场将全部关闭，九星

工程加快清理决算，工程决算部的
员工们正做好本职工作，
配合好公
刘新
司的工作安排。

系，质保服务体系以及经营户教育
服务体系等九大功能体系更不能
散，明确老宅基动迁在转型升级工

他强调，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
此次转型改造，无论是市场主体，
还是广大商户，甚至我们干部职

!" 月 * 日，沈长浜管理区完
成了全管理区共 #$# 户腾房协议

一起，最后由财务将查找好的发票
和收据复印件一起交给公司财务。

作中的重要性、紧迫性和艰巨性，
以及个人利益的保护性、动迁政策

工，均迎来一次脱胎换骨、华丽转
型与转变的宝贵契机，这是时代所

的签订。腾房协议签订后，管理区
财务去村里的档案室查询收据和

目前，沈长浜管理区已退房 "& 户，
经管理员检查已整理干净，
腾出房

的严格性和动迁法规的严肃性，尽
快签约，尽早签约。

赋予九星发展的历史使命，也标志
着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面对九星转

发票的底单，再由管理员分门别
类地与相对应的查档申请装订在

屋并上交钥匙，由水电部抄表后结
清水电费用，完成腾房工作。

他表示，当前阵痛期经济的收
缩是暂时的，要正确认识客观形
势，一定要坚信，九星的昨天已经

型改造的新常态，必须认定目标，
坚持转型，
主动作为。
他表示，我们必须肩负起九星

商户都看好九宫格

完成，九星的今天已经到来，九星
的明天一定会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
确指导下，在村党委、集团公司的
坚强领导下更加美好。

转型发展的使命，必须敞开“干大
事，创大业，成大器”的胸怀，必须
树立起再踏新征程决心，挺过阵痛
期，
努力开创九星发展新辉煌。

!%&$ 中国名村
影响力排行榜发布
!" 月 !# 日!"#!$ 中国 名 村 影 响 力 排 行 榜 在

腾房工作环环相扣

对于 "$!) 年 " 月 !) 日九星
市场的整体关闭，经营户纷纷表示

意向”的申请，经营户们踊跃地填
写，表示到时候还是愿意回到九星

尽量会在年前完成搬迁工作。日
前，针对九星网上的“九宫格入驻

市场，他们对九星市场未来的发展
金卉
都看好与支持。

九星村荣列第六

$!"#$% % 中国委员会和中华口碑中心$#""# %

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!而取决于这个地方的

共同评选推出" "#!$ 年的中国名村影响力评价!

自 然 环 境 #居 住 条 件 #安 全 状 况 #人 际 关 系 !以 及

"#!$ 中 国 名 村 影 响 力 排 行 榜 由 中 国 村 社 发

主要从村庄发展指数#民生指数#管理指数#魅力

村民气质#精神状态#主人翁感等" 这次评价将民

展促进会特色村工作委员会#同济大学现代村镇

指数# 绿色指数和口碑指数的综合因子评价!不

生福祉纳入!旨在推动更多村庄的综合发展"

发展研究中心# 亚太农村社区发展促进会

简单取决于人均 &%" 或人均收入! 也不仅取决

浙江东阳花园村中国农村博物馆年会上发布"

!%&$ 中国名村影响力排行榜!前 !% 名排名"
!+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 ,-. #&+%&

!"#$ 中国名村发展指数!前十佳"
!!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东岭村

!%&$ 中国名村幸福指数!前十佳"
!!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

!%&$ 中国名村魅力指数!前十佳"
!!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

"+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 ,-. #"+$)
&+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,-. #!+**
'+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 ,-. #!+*%

"!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
&!山东省烟台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
'!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

"!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宝山村
&!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
'!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

"!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
&!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
'!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

(+浙江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 ,-. #!+%%
%+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 ,-. #!+%&

(!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
%!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

(!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
%!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

(!浙江省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
%!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

)+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岭村 ,-. #!+&(

)!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宝山村

)!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

)!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

*+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,-. #!+&&
#+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 ,-. #!+"*
!$+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社区 ,-. #!+!)

*!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
#!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
!$!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

*!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
#!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
!$!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

*!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
#!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
!$!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乡福保村

!!+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进顺村 ,-. #!+!&
!"+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 ,-. #!+$&

!%&$ 中国名村绿色指数!前十佳"

!%&$ 中国名村管理指数!前十佳"

!%&$ 中国名村口碑指数!前十佳"

!&+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各庄村 ,-. #$+#%
!'+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宝山村 ,-. #$+*(

!!浙江省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
"!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前南峪村

!!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太平村
"!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各庄村

!!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
"!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

!(+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 ,-. #$+)*
!%+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 ,-. #$+)"
!)+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韩村河村 ,-. #$+)$

&!湖南长长沙市白箬铺镇光明村
'!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
(!四川成都邛崃市临邛镇文笔山村

&!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
'!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
(!江西省南昌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

&!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
'!浙江省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
(!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

!*+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福保村 ,-. #$+%#
!#+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红嘴村 ,-. #$+%%

%!辽宁省凤城市凤山区大梨树村
)!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幸福村

%+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
)!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

%!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
)!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

"$+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 ,-. #$+%!

*!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
#!河南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重渡沟村
!$!上海市崇明县竖新镇前卫村

*!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
#!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
!$!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宝山村

*!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
#!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宝山村
!$!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福保村

